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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发展我国的辞书事业
)) )

在汉语辞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上的讲话
李

宇

明

(国家语委副 主任、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 北京 100816)

与会的各位专家、山东省教育厅和鲁东大学

递和处理信息, 是百年来语言规划的 丰功伟绩。

的各位领导、
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但是到了 21世纪的今天, 仅把语言看 作 / 问题 0

今年 8月 8日,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同鲁东大学在北京签署共建汉语辞书研究中心协

是不全面的, 还要把语言看作资源, 看作人类最宝
贵的财富。是资源、
是财富, 就要保护它、使用它。

议; 12 月 18 日, 汉语辞书 研究中心 揭牌仪 式举

我国的语言资源 ( 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 ) 在

行, 效率很高。刚才几位专家讲了很好的意见, 都

不断流失, 怎样保存、保护、
开发语言资源, 已经成

是内行话。辞书方面我是外行, 外行人讲话主要

为大问题。此外, 国家还要很好地维护公民的语

是表示个心意。

言权利。 11月 5日, 国家语委在上海召开语言文

一

字依法管理工作现场会, 王登峰副主任在会议总
结中就谈到维护公民语言权利的问题。在随后召

建汉语辞书研究中心, 是与国家语言文字工

开的 2007 国家语 言战略 高峰论 坛 ( 南京 大学 )

作委员会的工作思路密切相关的。这些年, 国家
语委在赵沁平主任的领导下, 在不断思考国家语

上, 我发表了 5论语言权利 6的演说。语言权利牵
涉到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构建以人为本的和

委当今应有哪些工作职责。我们逐渐认识到, 新

谐社会, 必须重视公民的语言权利。比如地名标

世纪国家语委有三件很重要的职责: 第一, 从语言

牌、
产 品说明书、基本生活设施 等滥用外语的现

文字的角度保证国家信息的畅通, 支持国家信息

象, 就侵犯了公民的母语权和知情权。

产业的发展, 保障国家在信息领域里的各种权益;

为了监测国家语言资源的状况, 国家语委成

第二, 保证中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用

立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 下设平面媒

他熟悉的语言文字来获取信息、
表达思想的权利;

体语言分中心 (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建 ) 、有声媒体

第三, 帮助全世界愿意学习和使用中国语言文字
的人方便地 学习和使用中 国语言文字。这些职

语言分中心 ( 与中国传媒大学等共建 ) 、网络媒体
语言分中心 ( 与华中师范大学共建 )、教育教材语

责, 不仅涉及语言 / 问题 0, 而且 也涉及语言资源

言分中心 (与厦门大学共建 ) 和海外华语中心 ( 与

和语言权利, 反映了信息化时代和汉语国际传播

暨南大学等共建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

步伐加快形势下语言文字工作的特点。

心定期向国内外发布年度语言实态数据, 这些数

语言之于国家, 首先需要解决语言给社会带

据构成了 5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6的重要部分。

来的麻烦, 这些麻烦可称之为 / 语言问题 0。比如

国家语委还设立了两个与文字相关的中心: 中国

方言分歧、
语言不统一对社会交际的影响, 文字状

文字整 理与规 范研 究中心 ( 与 北京 师范大 学共

况是否适应教育, 语言文字怎样在计算机里实现,

建 ) , 对汉 字和中 国少 数民族 文字 进行 搜集、整

等等。百余年来, 我国为了解决语言问题, 一代人

理, 对还在使用的中国文字进行规范, 目标是实现

又一代人殚精竭虑, 前赴后继, 今天能够有这样的
语言生活, 能用汉语表达科学技术和进行全方位

文字的规范化, 并逐步建立起中华大字符集; 中国
文字字体设计与研究中心 ( 与北京大学共建 ), 对

的教育, 能在计算机和虚拟空间里用汉语汉字传

计算机字库进行规范与开发, 保证字库的规范,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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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字库产业的发展。 2007年 11 月 9日, 教育部

解相关知识已经积攒到何种程度, 了解相关辞书、

副部长、
国家语委主任赵沁平教授为中国语言战

教科书以及相关论文的情况, 这才有可能编出高

略研究中心 ( 与南京大学共建 ) 揭牌。中国语言
战略研究中心主要进行语言政策、
语言规划理论、

质量的辞书。因此, 需要为辞书编纂者建立相应
的知识库。第三, 需要一套用于辞书编纂的计算

语言国情等方面的研究, 对国内外重要语言问题

机软件系统。语料库、
知识库和一套软件系统, 可

提出应对的科学预案。这些中心 ( 分中心 ) 加上

以称之为辞书编纂的 / 三大法宝 0。

汉语辞书研究中心, 已经有 9个了。明年我们还
要争取建立国家语言资源检测与研究中心、少数

辞书现代化还表现在电子辞书的发展上。这
方面, 在座的章宜华先生曾经做过很多研究。电

民族语言分中心。通过这些中心的建设, 使国家

子辞书不是简单地把纸质辞书变成电子文本, 它

的语言文字工作有根基, 有底气, 而且建立一支研

应该是多媒体的, 有自己特质的。电子辞书容量

究语言生活的学术队伍, 培养一批学术新人。

巨大, 便于携带, 在互联网上编者和读者可以互动
或身份互换, 更新及时。应特别强调 的是, 新词

二

语、
新知识 / 爆炸般 0呈现, 不读 书不看报不查词

辞书是 什么? 首 先, 辞 书是全社 会的老 师。
过去叫 / 无声的老师 0, 现在已经开始有 / 有声 0词

典, 很快就被知识边缘化, 被社会边缘化, 因此, 及
时更新是现代社会对辞书的要求, 电子辞书更新

典, 这位 / 无声 0老师也会讲话了。辞书为什么能

不用 / 砍树 0这是最大的优点。网络辞书值得重

够成为社会的老师? 因为它把人类的智慧积存了

视。最近我 查找 一些 词, 词典 上没 有, / 百度 百

下来, 因为它是现代大师们精心制作的产品。剪
刀加浆糊弄出来的辞书, 不配老师称号。其次, 辞

科 0却可 以提供, 还让 读者 提供条 目或 是解 释。
此外, 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免费提供辞书的网站, 我

书应该是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模范执行者。辞书

国也有先生和出版社把他们的辞书放到网上, 供

与国家语言文字规范 / 两张皮 0, 会对社会造成消
极影响。第三, 辞书也是国家语言文字标准的补

网民免费使用, 这是值得提倡的。
全社会不能只有一本辞书, 不同行业、
不同层

足者和完善者。比如词汇、
语法领域, 百科知识领

次的人群有不同的辞书需求, 因此现在不少人都

域, 国家不一定在这些领域制定规范或是制定很

在提倡辞书分众化, 其办法往往是把一本大词典

细致的语言文字规范, 这些领域需要辞书去补足。
所谓完善者, 是因为规范总是一定的人在一定的

切割成各种小词典, 竖着切切, 横着切切, 比如面
对小学生, 切一刀; 面对中学生, 切一刀; 面对教

知识背景和时代背景下制定的, 时代在进步, 语言

师, 切一刀, 面对编辑, 再切一刀 , ,这样就形成

生活在发展, 已有规范总会有缺陷。这些缺陷在
一定时期内是要通过辞书来完善, 并在完善的过

了不同读者群的辞书。网络辞书和电子辞书不需
要这样切, 只需要设置不同的检索方 式就行了。

程中逐渐形 成新的国家规 范。在国家语 言规划

纸媒辞书满足社会的需求, 当前主要是切分而不

里, 辞书和教科书都有一席之地, 辞书与国家语言

是集成, 而电子辞书主要是集成而不是切分, 要通

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
当前, 辞书 事业面临 着现代化 的严峻挑 战。

过多媒体把所有的知识集成起来。现在世界上已
经出现了很多巨大的、集成型的辞书。在这种情

我们今天不只是生活在现实空间里, 还有另外一

况下再问辞书是什么, 回答可能就是: 辞书是带有

个更为丰富多彩的空间, 即虚拟世界。虚拟世界
已成为信息的主要集散地, 但是我们的辞书仍然

各种检索方式的人类全部知识的集合。这种集合
不仅可以起到传统的辞书查检作用, 而且可以利

生活在现实空间里。辞书跟不上信息化的步伐,

用它来进行知识发掘, 辞书新具备了产生新知的

就很难现代化。辞书现代化, 首先, 需要建立用于

功能。

辞书编纂的 语料库。个人 的语言经验都 是有限
的, 语料库大大丰富了辞书编纂者的语 言经验。

在信息化带来辞书革命的新的知识历程中,
我们掉队了, 和辞书强国的距离没有拉近, 若不急

没有合适的语料库, 只能编纂出 / 专家语感 0的辞

起直追, 距离甚至会加大。什么叫辞书强国? 不

书。当今世界上有影响的辞书, 没有一个不借助

同的人可以给出不同的标准, 我认为至少有三条:

语料库的。第二, 需要一个知识库。个人的知识
总是狭窄的, 而辞书是知识的总汇, 编纂者必须了

第一, 本国辞书有多大的国际市场。衡量辞书的
重要指标之一是发行量, 但是不能只看国内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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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量, 中国的辞书当然是中国人读的多了, 关键要

语辞书研究中心要重视辞书资源的建设, 成为全

看国际市场有多大。我们经常讲, 汉语是全世界

国辞书资源的中心, 这样, 中心的地位就会自然确

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 但这并不能证明汉语就是
强势语言, 语言的强弱关键要看有多少人把它作

立, 如同唐人虞世南的咏蝉 诗: / 居高声自远, 非
是借秋风。0

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如果这样看, 汉语在世界上

第三,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学校与一般的

还不是强势语言。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

科研单位不同, 它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地方。

最多, 英语是当今世界的超级语言。西班牙语、
法
语、
俄语、
德语、
日语等等, 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

我同铁琨等同事一致主张把中心建在学校, 这是
因为学校可以把研究成果积淀下来, 数年或数十

数都不比汉语少。语言被当作第二语言来学, 才

年, 可以把成果用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不

说明这个语言有世界价值。辞书也是这么个理。

像一般的课题组, 项目做完了, 一结项就什么都没

辞书强国的第二个标准, 是有世界领域的经典样
本。大家说起辞书来就是牛津大词典什么的, 中

有了。我国现在还没有辞书学专业, 可能也没有
面向本科生的辞书学教程, 甚至在相关教材里也

国也应该创造出这样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大词典。

缺乏辞书学的内容。我国有这么大的辞书产业,

辞书强国的第三条, 是要有引领学术的理论和观
念。辞书发展离不开实践但也不完全靠实践, 还

有这么大的辞书市场, 但却没有能够支撑它的学
科。作为校长, 在设置专业时, 他首先要考虑两件

要有理性的学术思维。在辞书理论上, 要形成有

事: 能不能招进来学生; 学生毕业后能不能就业。

影响的 / 辞书学 0学派, 才可称为辞书强国。

大学要不要开设辞书学本科专业, 我没有仔细考

三
如此说来, 汉语辞书研究中心的建立就是非

虑过, 但是这方面的人才需要培养, 辞书学学科需
要建设, 这应当没有什么疑问。
要把汉语辞书研究中心建设好, 理念很重要。

常必要的, 而且任务还相当艰巨。汉语辞书研究
中心已经在此领域把鲁东 大学推到国家 层面上

第一, 本土意识与世界眼光。本土意识, 就是
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国家利益是基

了, 有着圆我辞书强国之梦的使命。具体说, 她要

本出发点。现在常用 SC I来评价学科, 这种评价

发挥如下的作用:

标准是有 问题的。有些 科研团队同外国 公司合

第一, 成为辞书领域的研究中心。研究国内
外辞书出版的现状和我国应有的发展对策, 例如,

作, 成果最后都给了外国公司, 这些科研团队成了
外国公司的 / 打工仔 0。我们的 学术要有本土意

国家用什么政策来调节辞书市场, 出版商用什么

识, 比如语言学研究, 就要关注中国的语言生活,

对策来发展辞书事业, 学校用什么办法来发展辞
书专业 ( 包括术语学专业 )。我建议, 汉语辞书研

关心本土语言的调查研究, 解决本土的语言问题。
没有本土意识, 学术一定不会有大出息。另一方

究中心将来能办一个 / 辞书动态 0, 或者叫 / 辞书

面, 现在不是闭关锁国的时代, 中国正走入世界,

的现状与对策 0, 可以是网络版, 也可以是纸 版,

因此干任何事情都需要有国际眼光, 要了解世界

呈送相关部门。这种信息动态一定很有用。
第二, 辞书资源的建设与服务。资源建设, 就

上是怎样做的, 有没有比我们做得好的, 我们能不
能拿来用一用。中国要发展离不开世界, 要虚心

是刚才我讲的 / 三件法宝 0, 用于辞书编纂的语料

向世界学习。同时, 也要把本土的成果介绍给世

库建设, 用于辞书编纂的知识库建设, 用于辞书编
纂的一系列 软件的开发设 计。资源的建 设与服

界, 使之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因此, 除了本土意
识还要有世界眼光。

务, 是当今学科发展的重要任务。过去常说大学

第二, 有容乃大, 海纳百川。学术有不同的流

/ 非有大楼之谓 也 0, 而是要有大 师。现在, 大楼

派, 特别是牵涉到出版, 牵涉到市场, 事情往往就

盖得快, 人才流动快, 大师的引 进也不是很难的
事。当今看一个学科, 不仅看大楼, 看大师, 更要

更复杂。汉语辞书研究中心应该把全国的辞书界
团结在一起, 不管是做学术研究的, 还是搞编辑出

看拥有多少现代化的信息资源。学校之发展, 学

版的。对辞书有兴趣的政府部门很多, 除了教育

科之发展, 又到了 / 跑马圈地 0的新时代。跑马圈

部还有新闻出版总署、
文化部等等, 中心应主动同

地, 就是看能 / 圈 0多少学科的数据资源。一个强
大的数据库, 足以像大师一样撑起一个学科。汉

跟辞书有关系的政府部门沟通, 求得支持。
( 下转第 1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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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0。白石认为, 诗可以言 理, 似碍而实通。这

得来的, 都有迹可循, 而 / 自然高妙 0是一种浑化

种诠释既打通了诗与理的界限, 也破除了理学家

无迹的境界。皎然所论的 / 但见情性, 不睹文字,

的偏执, 立论极具识见。第二种是 / 意高妙 0, 所
谓 / 意 0, 主要指整体的艺术构思, 包括确立主题、

盖诗道 之极也。0 / 成篇 之后, 观其 气貌, 有似 等
闲, 不思而得。0 / 至如 天真挺 拔之 句, 与造化 争

布局谋篇、遣词造句等 等。白石要求 构思要 / 出

衡, 可以意冥, 难以言状, 非作者不能知也。0所揭

事意外 0, 即用思新颖、
奇特。与皎然 5诗式 6所论

示的都是这种超然的神妙境界, 这种境界应该是

/ 其作用也, 放意须险, 定句须难 0、/ 取境之时, 须
至难至险, 始见 奇句 0、/ 绎虑于 险中, 采奇 于象

/ 韵 0的境界, 白石虽未以概括, 但从他的行文中,
可见看出 / 韵 0正是 / 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 0的

外, 状飞动之句, 写冥奥之思 0意思大致相同。第

来处。

三是 / 想高妙 0, / 想 0也与构思有关, 强调的是通

姜夔的艺文创作主要以具有 / 风神远韵 0的

过想 象所 构 成 的意 境。 / 写 出幽 微, 如 清 潭 见
底 0, 即写出深层韵味、含蓄蕴 藉。第四种是 / 自

诗风、/ 清空 0、/ 骚雅 0有 / 意趣 0的词风实践了他
的 / 韵 0论思想, 对后世亦有着深远的影响。

然高妙 0, / 非奇非怪, 剥落文采, 知其妙而不知其
所以妙 0, 这是艺术创作所追 求的最高层次。它
不借助于 / 理 0、/ 意 0、/ 想 0等环节, 三百篇的 / 天

参考文献:
[ 1]李壮鹰. 诗式校注 [M ]. 济南: 齐鲁书社, 1986.

籁自鸣 0、/ 沉着痛快, 天也 0, 都有 / 自然高妙 0之

[ 2]白石道 人诗 集歌曲 [ M ]. 四部 备要 本, 中华 书局

处; 其词采虽不绚丽, 但 / 散而庄 0、/ 澹而腴 0, 具

据愉园丛书本刊 印.

有陶潜诗作那种深远的 / 趣诣 0。 / 知其妙而不知
其所以妙 0, 是针对江西诗派字斟句磨、
囿于法度

书局, 1998.

而作出的反驳, 它是在长期积学、精思的基础上,
无意为文而臻于妙境的结果。
总之, 四种高妙, 前三者都是靠 / 学 0与 / 思 0

[ 3]张万起, 刘 尚慈. 世说 新语 译注 [ M ]. 北 京: 中华
[ 4] 陈 鼓 应. 庄 子 今 注 今 译 [ M ]. 北 京: 中 华 书 局,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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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带来人类社会的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 正在

第三, 现代化意识。一定不要把计算机和网

改变着我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汉语辞书研

络仅仅看作手段, 计算机网络把所有人的智慧一
下子网络起来了。人类智慧的高度集成, 这是过

究中心一开始就应站在高的起点上, 这个高的起
点就是现代化手段, 现代化意识。

去任何时候都达不到的。我在 5中国语言生活状

内行人讲话很谨慎, 外行人讲话是想到哪说

况报告 ( 2005) 6 (商务印书馆, 2006) 的序言 5构建

到哪。我这个辞书外行讲什么内容并不重要, 重

健康和谐的语言生活 6里写道: / 计算机网络也许
可以算作 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 这一网

要的是通过讲话表示对 汉语辞书研究中 心的支
持, 希望她经过艰苦努力, 在方方面面的支持下,

络催生出信息时代, 并为人类构造了一个与现实

不久的将来确实能够成为中国辞书事业发展的引

空间相关联 的虚拟空间。 ,,中 国网民已 经过
亿, 网络阅读、
出版、
通讯等等, 正成为多数人的新

擎, 成为有声望的汉语辞书研究中心。
谢谢各位!

习惯。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 正在造就新文化, 不
断酝酿新技术, 陆续形成新产业。0现代化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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